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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委員會新聞稿 
（敬請惠予報導，承蒙！） 

107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中區/南區初賽成績揭曉 

          

  客家委員會今（13）日分別於彰化縣鹿港鎮文開國民小學及

嘉義市博愛國民小學辦理「107 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中區

及南區初賽，經過一整天的激烈競賽後，屏東縣佳冬鄉昌隆國民

小學等 66所學校脫穎而出，獲得參加全國總決賽之資格。 

 

客委會與基隆市政府、彰化縣政府、嘉義市政府、花蓮縣政府、

屏東縣政府共同主辦「107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北、中、

南、東 4區初賽及全國總決賽，透過客語歌唱、口說藝術及戲劇

的方式，展現學生學習的成果。這項活動自舉辦以來，獲得各界

熱烈迴響與學校熱情參與，107年全國中小學客家藝文競賽中區初

賽計有 150校 196隊 1,706人次參賽，其中客語歌唱表演類 86隊

1,215人、客語口說藝術類 92隊 241人、客語戲劇類 18隊 250

人；南區初賽計有 85校 140隊 1,320人次參賽，其中客語歌唱表

演類 66隊 954人、客語口說藝術類 57隊 148人、客語戲劇類 17

隊 218人。 

 

推動客語扎根是客委會成立以來重要的核心工作，「全國中小學客

家藝文競賽」提供展演舞台，讓孩子們將學習客語的成果融合傳

統與現代，藉由分享、交流，相互觀摩，展現快樂學習客語的成

果，未來將持續結合家庭、學校及社區資源，因地制宜營造校園

多元學習環境，深化家庭社區的傳習效能，推動客語成為在地日

常生活的語言。 

 

中區初賽經 1,706位及南區初賽 1,320位學生激烈競賽後，產生

特優隊伍晉級全國總決賽，各類優勝隊伍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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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中區初賽各類比賽結果名單如下： 

一、客語歌唱表演類：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幼兒園組 特優 苗栗縣私立布穀鳥幼兒園,苗栗縣私立

芳仁紀念幼兒園,苗栗縣卓蘭鎮立幼兒

園,苗栗縣私立小豆荳幼兒園 

優等 苗栗縣銅鑼鄉銅鑼國民小學,臺中市立

東勢幼兒園,苗栗縣南庄鄉南埔國民小

學,雲林縣私立惠華幼兒園,苗栗縣頭份

市私立明欣幼兒園 

甲等 臺中市東勢區中山國民小學,苗栗縣私

立吉的堡幼兒園,彰化縣鹿港鎮私立小

天使幼兒園,苗栗縣私立米吉幼兒園,苗

栗縣竹南鎮私立惠揚幼兒園,苗栗縣竹

南鎮惠揚小耶魯幼兒園,苗栗縣竹南鎮

私立瑞彼特幼兒園,苗栗縣銅鑼鄉興隆

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立幼兒園,臺中

市東勢區新盛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

苗栗縣苗栗市私立三之三幼兒園,苗栗

縣私立中祥幼兒園,苗栗縣私立多倫多

幼兒園,苗栗縣私立三義名人幼兒園,苗

栗縣私立三之三寶貝幼兒園 

國小低年級組 特優 苗栗縣苗栗市啟文國民小學,苗栗縣頭

份市六合國民小學 

優等 苗栗縣大湖鄉大湖國民小學,雲林縣崙

背鄉崙背國民小學,彰化縣埤頭鄉大湖

國民小學 

甲等 南投縣國姓鄉北山國民小學,苗栗縣後

龍鎮外埔國民小學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苗栗縣苗栗市文華國民小學,臺中市東

勢區東勢國民小學,臺中市大里區美群

國民小學,苗栗縣三義鄉建中國民小學 

優等 南投縣國姓鄉福龜國民小學,苗栗縣苗

栗市文山國民小學,新竹縣新埔鎮照門

國民小學,苗栗縣竹南鎮山佳國民小學,

南投縣國姓鄉國姓國民小學 

甲等 臺中市新社區新社國民小學,臺中市后

里區育英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華興

國民小學,苗栗縣公館鄉仁愛國民小學,

苗栗縣南庄鄉田美國民小學,苗栗縣南

庄鄉南庄國民小學,新竹縣芎林鄉芎林

國民小學,新竹縣竹東鎮中山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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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三義鄉育英國民小學,苗栗縣苑

裡鎮山腳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成功

國民小學,苗栗縣銅鑼鄉九湖國民小學,

苗栗縣大湖鄉新開國民小學,苗栗縣銅

鑼鄉中興國民小學,彰化縣田尾鄉陸豐

國民小學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國民小學,臺中市石

岡區土牛國民小學,臺中市石岡區石岡

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建國國民小學,

南投縣埔里鎮南光國民小學 

優等 苗栗縣卓蘭鎮卓蘭國民小學,南投縣國

姓鄉北港國民小學,新竹縣橫山鄉大肚

國民小學,彰化縣鹿港鎮文開國民小學,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國民小學,臺中市東

勢區新盛國民小學 

甲等 苗栗縣獅潭鄉永興國民小學,南投縣信

義鄉隆華國民小學,南投縣水里鄉永興

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東新國民小學,

苗栗縣大湖鄉東興國民小學,南投縣魚

池鄉五城國民小學,苗栗縣西湖鄉僑文

國民小學,彰化縣芬園鄉茄荖國民小學,

彰化縣溪州鄉成功國民小學西畔分校,

苗栗縣頭屋鄉明德國民小學,南投縣國

姓鄉長流國民小學,南投縣國姓鄉乾峰

國民小學,南投縣竹山鎮秀林國民小學,

彰化縣竹塘鄉民靖國民小學 

國中組 特優 新竹縣立自強國民中學 

優等 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新竹縣竹東鎮

員東國民中學 

甲等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國民中學,新竹市立

建功高級中學,彰化縣立員林國民中學 

 

 

二、客語口說藝術類：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幼兒園組 特優 苗栗縣公館鄉福基國民小學,財團法人

天主教耶穌瑪利亞聖心修女會附設苗栗

縣私立文化幼兒園 

優等 苗栗縣私立布穀鳥幼兒園,苗栗縣私立

芳仁紀念幼兒園,苗栗縣三義鄉鯉魚國

小附設幼兒園 

甲等 苗栗縣私立全有幼兒園,苗栗縣私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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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幼兒園,雲林縣私立惠華幼兒園 

國小低年級組 特優 苗栗縣苑裡鎮山腳國民小學,苗栗縣苗

栗市文山國民小學 

優等 苗栗縣大湖鄉大南國民小學,新竹縣關

西鎮坪林國民小學,苗栗縣銅鑼鄉銅鑼

國民小學 

甲等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國民小學,苗栗縣公

館鄉公館國民小學,苗栗縣公館鄉福基

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僑善國民小學,

新竹縣北埔鄉北埔國民小學,苗栗縣頭

份市后庄國民小學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苗栗縣頭份市建國國民小學,新竹縣竹

東鎮竹中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中山

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栗林國民小學 

優等 苗栗縣公館鄉開礦國民小學,苗栗縣苗

栗市建功國民小學,苗栗縣苗栗市啟文

國民小學,苗栗縣公館鄉鶴岡國民小學,

新竹縣關西鎮坪林國民小學 

甲等 苗栗縣公館鄉公館國民小學,臺中市東

勢區新盛國民小學,苗栗縣苗栗市新英

國民小學,苗栗縣公館鄉五穀國民小學,

苗栗縣西湖鄉西湖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

園,苗栗縣卓蘭鎮豐田國民小學,苗栗縣

卓蘭鎮卓蘭國民小學,新竹縣關西鎮關

西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東勢國民小

學,苗栗縣獅潭鄉豐林國民小學,苗栗縣

公館鄉仁愛國民小學,新竹縣竹東鎮上

館國民小學,彰化縣芬園鄉茄荖國民小

學,苗栗縣銅鑼鄉文峰國民小學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苗栗縣頭份市蟠桃國民小學,臺中市石

岡區土牛國民小學,苗栗縣卓蘭鎮內灣

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栗林國民小學,

苗栗縣造橋鄉造橋國民小學,苗栗縣頭

屋鄉頭屋國民小學,臺中市石岡區石岡

國民小學,新竹縣關西鎮東光國民小學 

優等 新竹縣竹東鎮中山國民小學,苗栗縣頭

份市信義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新盛

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新開國民小學,

苗栗縣苗栗市福星國民小學,臺中市北

屯區四維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永貞

國民小學,南投縣國姓鄉乾峰國民小學,

苗栗縣造橋鄉錦水國民小學,新竹縣竹

東鎮竹東國民小學,苗栗縣卓蘭鎮景山

國民小學,苗栗縣三義鄉育英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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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 苗栗縣南庄鄉南埔國民小學,臺中市東

勢區中科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華興

國民小學,苗栗縣銅鑼鄉九湖國民小學,

臺中市東勢區石角國民小學,苗栗縣大

湖鄉南湖國民小學,苗栗縣卓蘭鎮雙連

國民小學,台中市新社區大林國小,苗栗

縣西湖鄉西湖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

新竹縣新埔鎮新埔國民小學,苗栗縣銅

鑼鄉興隆國民小學,苗栗縣獅潭鄉豐林

國民小學,南投縣國姓鄉育樂國民小學,

苗栗縣獅潭鄉永興國民小學,苗栗縣大

湖鄉大南國民小學,雲林縣二崙鄉來惠

國民小學,苗栗縣大湖鄉大湖國民小學,

彰化縣靜修國民小學,臺中市東勢區成

功國民小學,苗栗縣西湖鄉五湖國民小

學,新竹縣關西鎮關西國民小學,苗栗縣

頭份市頭份國民小學,苗栗縣頭份市新

興國民小學,苗栗縣後龍鎮新港國民中

小學 

國中組 特優 苗栗縣頭屋鄉頭屋國民中學 

優等 苗栗縣三灣鄉三灣國民中學,苗栗縣立

鶴岡國民中學 

甲等 苗栗縣頭份市頭份國民中學,苗栗縣頭

份鎮文英國民中學,彰化縣溪州鄉溪陽

國民中學 

 

三、客語戲劇類：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幼兒園組 特優 新竹縣私立上上幼兒園 

優等 彰化縣鹿港鎮私立小天使幼兒園 

甲等 苗栗縣私立牧羊幼兒園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苗栗縣三灣鄉三灣國民小學 

優等 苗栗縣三義鄉僑成國民小學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苗栗縣苗栗市建功國民小學,苗栗縣獅

潭鄉獅潭國民小學 

優等 苗栗縣頭份市信德國民小學,苗栗縣公

館鄉福基國民小學,雲林縣二崙鄉二崙

國民小學 

甲等 苗栗縣西湖鄉西湖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

園,新竹縣橫山鄉大肚國民小學,苗栗縣

造橋鄉僑樂國民小學,雲林縣崙背鄉東

興國民小學,新竹縣新豐鄉福興國民小

學,雲林縣二崙鄉三和國民小學,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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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市三民國小 

國中組 特優 新竹縣關西鎮關西國民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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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初賽各類比賽結果名單如下： 

一、客語歌唱表演類：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幼兒園組 特優 屏東縣屏東市私立學正幼兒園,屏東縣

私立小樹苗幼兒園 

優等 屏東縣內埔鄉東勢國民小學,屏東縣萬

巒鄉立幼兒園五溝分班,屏東縣潮州鎮

立幼兒園 

甲等 屏東縣萬巒鄉立幼兒園泗溝分班,屏東

縣內埔鄉內埔國民小學,屏東縣長治鄉

私立慈育幼兒園,屏東縣內埔鄉豐田國

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私立來來幼兒園,

台南市善化區陽明國民小學,高雄市三

民區私立禾苗幼兒園 

國小低年級組 特優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國民小學 

優等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國民小學,高雄市前

鎮區瑞祥國民小學 

甲等 高雄市美濃區龍山國民小學,高雄市美

濃區福安國民小學,高雄市杉林區新庄

國民小學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國民小學,屏東縣麟

洛鄉麟洛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莊敬

國民小學,屏東縣長治鄉長興國民小學 

優等 嘉義市東區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

小學,高雄市前鎮區瑞祥國民小學,高雄

市三民區獅湖國民小學,台南市善化區

陽明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國民

小學 

甲等 高雄市美濃區東門國民小學,嘉義市東

區宣信國民小學,臺南市北區賢北國民

小學,嘉義縣中埔鄉和興國民小學,高雄

市鳳山區文德國民小學,臺南市關廟區

文和實驗小學,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民

小學,屏東縣內埔鄉東勢國民小學,高雄

市小港區漢民國民小學,高雄市鹽埕區

光榮國民小學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屏東縣內埔鄉豐田國民小學,臺南市永

康區大灣國民小學,高雄市美濃區吉東

國民小學,臺南市北區大港國民小學 

優等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國民小學,屏東縣竹

田鄉竹田國民小學,嘉義市東區宣信國

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民小學,屏

東縣內埔鄉育英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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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等 屏東縣萬巒鄉五溝國民小學,屏東縣萬

巒鄉萬巒國民小學,臺南市北區賢北國

民小學,臺南市善化區大成國民小學,屏

東縣新埤鄉大成國民小學,臺南市關廟

區崇和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獅湖國

民小學,臺南市新市區新市國民小學,屏

東縣長治鄉德協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

區長安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國

民小學,嘉義縣中埔鄉和興國民小學,高

雄市美濃區吉洋國民小學,國立南科國

際實驗高級中學(含中小學部） 

國中組 特優 高雄市立南隆國民中學 

優等 屏東縣麟洛鄉麟洛國民中學,台南市立

文賢國民中學 

甲等 高雄市美濃區美濃國民中學,高雄市鳳

山區五甲國民中學,台南市立安平國民

中學 

 

 

二、客語口說藝術類：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幼兒園組 特優 屏東縣內埔鄉私立小博士幼兒園,屏東

縣屏東市私立學正幼兒園 

優等 屏東縣私立小樹苗幼兒園,屏東縣枋寮

鄉愛群幼兒園,高雄市三民區私立禾苗

幼兒園 

甲等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國民小學,屏東縣萬

巒鄉立幼兒園成德分班,高雄市三民區

私立來來幼兒園 

國小低年級組 特優 屏東縣內埔鄉東寧國民小學 

優等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國民小學,屏東縣麟

洛鄉麟洛國民小學 

甲等 屏東縣竹田鄉竹田國民小學,屏東縣新

埤鄉新埤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獅湖

國民小學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臺南市安平區億載國民小學,屏東縣內

埔鄉豐田國民小學 

優等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國民小學,高雄市前

鎮區樂群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東寧

國民小學 

甲等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國民小學,屏東縣內

埔鄉僑智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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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屏東縣長治鄉德協國民小學,

高雄市苓雅區五權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

園,臺南市鹽水區岸內國民小學,臺南市

東區裕文國民小學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屏東縣內埔鄉內埔國民小學,高雄市苓

雅區福康國民小學,屏東縣新埤鄉新埤

國民小學,屏東縣長治鄉長興國民小學,

屏東縣萬巒鄉五溝國民小學 

優等 高雄市美濃區龍山國民小學,臺南市仁

德區仁德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獅湖

國民小學,臺南市新市區新市國民小學,

屏東縣內埔鄉育英國民小學,高雄市前

鎮區瑞祥國民小學 

甲等 臺南市安南區海佃國民小學,高雄市左

營區新莊國民小學,屏東縣新埤鄉大成

國民小學,高雄市三民區陽明國民小學,

高雄市美濃區福安國民小學,嘉義縣中

埔鄉大有國民小學,臺南市新化區大新

國民小學,屏東縣內埔鄉富田國民小學,

高雄市三民區莊敬國民小學,嘉義市東

區蘭潭國民小學,臺南市東區復興國民

小學,臺南市東區德高國民小學,嘉義縣

中埔鄉頂六國民小學,臺南市白河區竹

門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青草國小 

國中組 特優 高雄市立光華國民中學 

優等 台南市立安南國民中學,高雄市美濃區

美濃國民中學 

甲等 高雄市前鎮區瑞祥高級中學,臺南市安

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三、客語戲劇類： 

組別 名次 學校名稱 

幼兒園組 特優 屏東縣萬巒鄉立幼兒園 

優等 屏東縣潮州鎮立幼兒園 

國小低年級組 特優 屏東縣佳冬鄉昌隆國民小學 

優等 屏東縣高樹鄉高樹國民小學,屏東縣內

埔鄉東勢國民小學 

甲等 屏東縣內埔鄉豐田國民小學,屏東縣竹

田鄉西勢國民小學 

國小中年級組 特優 臺南市仁德區仁德國民小學 

優等 屏東縣萬巒鄉五溝國民小學 

國小高年級組 特優 屏東縣佳冬鄉佳冬國民小學 

優等 屏東縣麟洛鄉麟洛國民小學,屏東縣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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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鄉東寧國民小學 

甲等 高雄市三民區獅湖國民小學,高雄市美

濃區東門國民小學,臺南市關廟區崇和

國民小學 

國中組 特優 高雄市美濃區美濃國民中學 

優等 臺南市安南區安順國民中學 

 


